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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速电动车求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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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岸

低速电动车生产大省山东，各头部车

企正奋力上岸。据了解，本次松果汽车与韩

国双龙汽车的战略合作，已列为山东德州

2020年重点推进项目。协议显示，今年下

半年起，双龙汽车将TivoliSUV部件运送

至松果汽车工厂，装配后将出口至中东和

非洲地区。这意味着，这家低速电动车企将

成为双龙汽车的代工厂。

资料显示，松果汽车为德州引进的新

能源车企，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纯电

动汽车整车及核心零部件、摩托车配件、三

轮车配件研发生产及销售等。然而，虽然经

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但松果汽车主营

业务却为“低速电动车”，这意味着该车企

并未取得新能源汽车“准生证”。汽车行业

专家颜景辉表示，在未获得生产资质情况

下，代工成为松果汽车转型的出路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与选择代工的松果汽

车不同，近期更多低速电动车企选择联手

传统车企寻找出路。此前，河北御捷通过多

次收购方式获得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同

时引入长城汽车，据了解，长城汽车以现金

方式增资入股御捷，首次入股的比例为

25%，最多可增持至49%。此后，河北御捷

更名为领途汽车，推出领途K-ONE顺利进

入新能源乘用车领域，将新能源汽车业务

与低速电动车业务进一步剥离。

同属头部企业的雷丁汽车随后跟进，

以14.6亿元收购四川野马100%股权。据了

解，川汽野马不仅拥有新能源车生产资质，

还具备多种车型完整的生产资质，通过收

购的方式雷丁汽车获得进入乘用车市场的

入场券。

除两家头部企业，去年底山东宝雅以

15亿元获得一汽吉林70.5%的股权，成为

一汽吉林最大股东，从而顺利获得生产资

质。近日，谋求转型的微佳汽车，以“碰瓷”

蔚来汽车车标的方式火了一把，而该车企

则希望通过获得摩托车准产证的方式，让

旗下产品变相合规。

在崔东树看来，无论收购、合资还是代

工出口，低速电动企业正欲借传统车企上

位，寻找合规化转型出路。

倒逼

事实上，低速电动车企纷纷转型的背

后，是行业加速清理带来的求生欲。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低速电动车保有

量高达600多万辆。然而，随着保有量的增

长，低速电动车无合法身份以及频出的质

量问题成为关注焦点。据统计，从事低速电

动车制造的企业，90%以上都为非正规的

“小作坊型”企业，销售多以代销为主，品牌

众多，价格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且多为

个体经营，发展粗放。崔东树表示，很多生

产商没有统一制造标准，导致低速电动车

产品质量不过关，发生不少自燃和交通事

故。数据显示，近五年全国低速电动车引发

的交通事故高达83万起。

为规范低速电动车市场，国家工信部

等六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加强低速电动车

管理的通知》明确提出，对低速电动车“升

级一批、规范一批、淘汰一批”，严禁各地方

新增低速电动车产能。同时，2019年《山东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引导有条件的低速

电动车生产企业提质升级的通知》中，对企

业规模、研发能力、生产以及产品质量和售

后等四个方面对企业提出要求。

业内人士透露，政策出台后，存量几百

家的低速电动车企正加速淘汰，未来只有

合规企业才能存活。

随着市场进入淘汰期，年销量超过20

万辆的几家头部企业都想成为“升级”的一

批。目前，作为低速电动车行业三大车企的

御捷、雷丁和丽驰均已跻身新能源汽车市

场。其中，御捷、雷丁均通过收购方式转型。

“面对政策和市场变化，借助车企这条

捷径进入乘用车新能源市场是明智选择，

几家头部企业拥有多年市场经验，并拥有

低速电动车技术积累，相比‘小作坊式’车

企更有优势。”崔东树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联手车企实现合规化

的同时，低速电动车企业也将从传统车企

获得更多研发经验。松果汽车相关负责人

透露，未来将通过双龙蒂维拉平台开发固

有车型，并在山东工厂投产，同时开发松果

汽车新款车型车轴。这意味着，在代工生产

的同时，松果也将从合作方获取技术支持。

不仅松果汽车，一位御捷内部人士对北京

商报记者表示：“与长城汽车联手，是想要

企业在整车研发及生产方面的技术积累和

平台，未来御捷将把更多精力投放在新能

源汽车生产上。”

颜景辉表示，低速电动车企业在乘用

车造车方面尚缺经验，联手传统车企，将弥

补这一缺失，在合作中提速经验积累，为今

后在新能源汽车制造领域铺路。

求生

在联手传统车企，让低速电动车企缩

短造车时间的同时，补贴退坡后逐渐走高

的新能源汽车售价，也让主打性价比的低

速电动车企，通过微型电动车嗅得商机。

以雷丁汽车为例，2018年销量为28.7万

辆，总销售额超过120亿元。销售市场以三

四线城市以及乡镇地区为主。“雷丁这类低

速电动车头部企业，此前在生产低速电动

车时期便在当地拥有品牌积累和保有量，

对其未来发展有推动作用。”崔东树表示。

“补贴退坡之初，续航里程较低的微型

电动车不再享受补贴红利，微型电动车市

场份额逐年下滑。”崔东树对北京商报记者

表示，随着补贴退坡常态化，高续航里程车

型补贴减少，相比高续航里程车型售价走

高，主打低价、城市代步的微型电动车需求

量持续提升，而这也为转型后的低速电动

车企带来增量机会。

雷丁汽车相关负责人对北京商报记者

表示：“购买的可持续性才能决定市场的可

持续性，其背后是需求的推动。”

值得一提的是，看到微型电动车市场

红利的不仅有低速电动车企，传统车企也

相继杀入。

为应对补贴退坡带来的成本价格增

加，主流车企开始回归微型电动车市场。吉

利、比亚迪、五菱等传统车企近期纷纷推出

微型电动车产品，其中起售价下探至3万元

内的五菱宏光miniEV，直接杀入低速电

动车价格区间，并在预售期内收获1.5万张

订单，相比雷丁i35万元的起售价，在价格

上和品牌认知度上都更具有竞争实力。

“传统成熟车企拥有庞大供应链体系

和造车平台优势，能够在单一车型上进一

步压低生产成本和车辆售价。”颜景辉表

示，作为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新生”，低速电

动车企在研发投入的同时，还需选择新的

供应商，而在形成规模化销量前，很难摊薄

制造成本，售价也缺乏竞争力。

不仅如此，在渠道商方面，吉利、比亚

迪等主流车企拥有成熟的经销商网络，已

实现市场全覆盖。“相比传统车企，低速电

动车经销商店面需要投入资金升级，进一

步提升售后板块，而相对较少的店面覆盖

率，也成为这些车企亟须解决的问题。”颜

景辉说。

实际上，部分低速电动车企已意识到

经销商渠道的欠缺。此前，雷丁重新梳理百

余家店面，对其重新装修，让店面规格达到

传统4S店标准。领途也对其传统销售渠道

进行升级，提供包括出行服务、换电、金融、

4S店职能等服务。不过，在业内人士看来，

店面升级也意味着巨大的资金支持，在一

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前期投入与成本。

颜景辉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虽然出

现市场空间，但应该说低速电动车企转型

发力微型电动车的时机并不理想，与主流

传统车企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面对传统

车企的下压，转型求生的低速电动车企还

将面临不小的压力。

北京商报记者 刘洋 刘晓梦
图片来源：松果汽车官方公众号

野蛮生长的低速电动车行业， 在生存环境日益严苛的
背景下，头部企业正急游上岸向车企转型。北京商报记者近
日获悉， 低速电动车企业松果汽车与韩国双龙汽车等已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双龙汽车将运送Tivoli蒂维拉部件至松果
汽车山东省禹城工厂。

松果汽车与双龙汽车牵手， 只是众多低速电动车企的
转型缩影。从御捷到雷丁再到松果，“低慢散”的低速电动车
正通过背靠传统车企寻找合规化出路。 乘用车市场联席会
秘书长崔东树认为，在市场需求与政策趋严面前，低速电动
车企选择借助传统车企成熟的制造体系， 能够缩短造车转
型周期，而选择代工或杀入微型电动车市场，押宝补贴退坡
后出现的微型电动车市场增量需求， 也成为转型捷径。不
过，同样嗅到增量机会的宝骏、长城等传统车企，也相继杀
入该细分市场，求生转型的低速电动车企有些生不逢时。

北京商报讯（记者 刘洋 刘晓梦）在“双
积分”政策及平行进口车双重压力下，“神

车”一汽丰田普拉多最终退出国内舞台。最

后一辆一汽丰田普拉多近日走下生产线，

而四川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也将取消该

车型4.5万辆/年的产能，这意味着一汽丰

田普拉多正式停产。

据了解，丰田普拉多在上世纪90年代

正式上市，2003年被一汽丰田国产并在华

销售，17年中累计生产34.67万辆。然而，

2017年颁布《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

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后，拥有

大排量和11升以上综合油耗标签的普拉

多，让一汽丰田面临在华发展难题。

按照双积分要求，在中国境内销售乘

用车的企业（含进口乘用车企业），对企业

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及新能源汽车积分情

况进行考核，只有两种积分之和大于零才

算达标，如果出现负积分，则需要采取措施

抵偿归零或调整生产与进口计划；若无法

抵偿归零，相关车企可能无法销售新品。北

京商报记者了解到，2018年、2019年连续

两年，生产普拉多的四川一汽丰田双积分

均未达标。

不仅如此，由于丰田普拉多在平行进

口车渠道中，在车型选择和配置方面多于

中规渠道，同时价格更加实惠，因此在消费

者购买意愿上更加倾向于在平行进口渠道

购买该车型，这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众多

一汽丰田普拉多销量。

“丰田普拉多在平行进口渠道销量远

高于中规渠道，同时受双积分影响倒逼一

汽丰田急需降低油耗，最终只能放弃国产

普拉多。”汽车行业专家颜景辉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一汽丰田普拉多停

产后，平行进口渠道的普拉多也将从国

内市场消失。此前，国家认证认可监督委

员会（CNCP）发布《关于汽车强制性产品

认证实施细则的公告》规定，平行进口车

欲通过3C认证，需有相对应的中规版车

型在售。据了解，平行进口车在进入国内

市场前，需取得海关发放的3C认证合格

证，才能进行报关，随后将车辆发往全国

各地进行销售。这意味着，没有国产普拉

多铺路，未来平行进口的普拉多也将不

能在华销售。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国产普拉多传

出停产的消息后，国产以及平行进口渠道

车型全面涨价，并出现一车难求情况。

虽然一汽丰田普拉多停产让不少消费

者惋惜，但在其停产后，一汽丰田将对既有

产能进行改造，为其他车型留出更多产能。

据了解，四川一汽丰田工厂将改造并扩建

原有厂房和附属设施，利用原普拉多产能

及与四川野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的产

能生产一汽丰田旗舰车型亚洲龙，产能为

10万辆/年，其中混动版车型不低于5000

辆/年。

为冲击高端、阻击广汽丰田凯美瑞，一

汽丰田在去年3月上市旗舰版车型亚洲龙，

并落户天津工厂，规划年产能12.8万辆。这

意味着，未来在四川工厂投产后，亚洲龙产

能将提升至年产22.8万辆。不过，在业内人

士看来，亚种龙如今的产销量很可能造成

一汽丰田四川工厂产能过剩。

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一汽丰田亚洲

龙累计销量为3.3万辆，平均月销6000多

辆，难以撑起超20万辆的年产能。同时，亚

洲龙前5个月销量相比于竞争对手雅阁和

凯美瑞均有3万辆的差距。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一汽丰田亚洲

龙上市首月仅售出2132辆，次月销量攀升

至6241辆，出现加价情况。一汽丰田方面

曾表示：“由于产能不足，亚洲龙订单一直

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因此造成销量受限，经

销商出现加价现象。”尽管一汽丰田方面将

销量低迷归于产能不足导致，但去年底北

京商报记者发现，终端市场亚洲龙车型不

仅加价变降价，更出现部分车型滞销。这意

味着，即便产能重组，以亚洲龙目前的市场

表现也很可能难以满足工厂产能。业内人

士认为，未来如果亚洲龙不能满足产能要

求，一汽丰田很有可能会调整产品生产计

划，平均分配产能。

产能交棒亚洲龙 一汽丰田普拉多谢幕
北京商报讯（记者 刘洋 刘晓梦）作

为低迷车市唯一增长点，SUV再次成为

各家企业争抢的市场，而作为头部企业

的吉利汽车，欲借助“低价”战略稳固市

场份额。吉利汽车近日宣布，全新SUV车

型豪越上市，共推出3款车型，搭载

1.8TD＋7DCT动力系统，提供5座/7座两

种座椅布局供消费者选择，官方指导价

为10.36万-13.96万元。

数据显示，去年国内SUV销量为

75.9万辆，同比增长13.7%，成为乘用

车市场中唯一增长的车型，而该细分

市场也是吉利布局的重点，目前吉利

已相继推出博越、缤越、星越等SUV车

型，但在大7座SUV市场却一直处于空

白状态。

据了解，相对于吉利在大7座SUV车

型的真空状态，竞争对手广汽传祺、长安

汽车、上汽荣威早已排兵布阵，分别推出

GS8、CS95、RX8车型，同时合资品牌中

上汽通用别克昂科威、上汽大众途观L、

广汽菲克Jeep自由光、广汽本田冠道、广

汽丰田汉兰达等车型也已入局。

值得一提的是，在时间上落后竞争

对手的吉利，推出豪越时选择再次打出

“低价牌”。该车型官方指导价为10.36

万-13.96万元，起售价普遍低于主流自

主品牌竞争车型5万元。以长安汽车

CS95为例，该车型起售价为16.59万元，

吉利豪越顶配车型相比长安汽车CS95

起售价低2万元，此外同级别的合资品牌

起售价均在20万元以上。汽车行业专家

颜景辉表示：“面对众多竞争对手，在中

型SUV细分市场入局较晚的吉利，选择

低价入市的方式为新车开路。”

数据显示，今年5月国内中型SUV排

行榜中，排名前三位的车型分别为大众

探岳、北京奔驰GLCL、上汽大众途观L，

自主品牌仅有瑞虎8进入前十位，捷途

X70和长安欧尚CX70则进入前15位，北

京商报记者注意到，3款车型的价格均下

探到10万元以下。“在中型SUV细分市场

自主品牌向上突破一直未能奏效，豪越

用低价对阵竞品会有一定效果。”颜景辉

表示。

不仅价格下探，在空间上吉利豪越

也下足功夫。该车型长宽高分别为4835

毫米、1900毫米、1780毫米，轴距达2815

毫米。将后排座椅放倒后，纵深空间可

达2.2米，后备厢装载空间可拓展至

2360升。

数据显示，今年5月吉利销量超10万

辆，其中SUV销量为5.6万辆，SUV车型

销量占比过半。业内人士认为，国内市场

下行背景下，豪越的推出担负着吉利拓

宽SUV战线，提高市占率的重要使命。

豪越入局 吉利“低价牌”混战SUV市场


